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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盟29日宣布，他們將於「保普選 反佔
中」簽名行動最後一日，即8月17日舉辦

「8·17和平普選日」，當日下午3時大聯盟舉
行「和平普選大遊行」，初步計劃由銅鑼灣維
園出發，到中環遮打花園，然後在遮打花園的
終點舉行「為和平普選獻花」活動。大聯盟並
已成立籌委會，在當日舉辦一連串以中環為中
心的不同活動，並於成熟時再公布。

料至少五六萬人參與遊行
大聯盟發起人之一、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
惠貞29日在記者會上解釋，大聯盟是次發起遊
行，是因為近日簽名街站市民主動踴躍參與，
不少人都問她，會否有其他行動讓他們表達
「希望香港保持和平」的聲音。她其後向大聯
盟反映，在商討後，大聯盟決定在發起「和平
普選大遊行」及「為和平普選

獻花」活動。
在遊行人數方面，大聯盟初步估計不會少於
五六萬人參與。大聯盟發言人之一周融表示，
大聯盟有多個成員團體，歡迎組團參加遊行。
不過，他們仍未發起招募行動，難以預計市民
大眾的反應，故目前只能保守估計參與遊行的
人數，要視乎未來一兩星期各界及不同團體的
反應，屆時會有較準確數字。
他強調，他們所辦的遊行有別於反對派的，
是次遊行將會是「示和平」而非「示威」。他
們希望做出一個和平有秩序遊行的「典範」，
相信大聯盟「不會比其他遊行做得更差，只會
比其他遊行做得更有秩序」。
同時大聯盟所爭取的是「行得通的普選，可

以實行的普選」，呼籲社會各方「坐低傾掂
佢」，這和反對派採取可能引起香港動亂的

「佔中」來爭取不符基本法的「公民提
名」，絕不能混為一談。

和平爭普選「8·17別具意義」
反對派早前在七一遊行時，負責
為遊行隊伍開路的「民陣」司
機涉嫌故意慢駛甚至無故停
下，令遊行隊伍「塞爆」
，圖煽動參與遊行人士
與在現場維持秩序的警

員對立。周融揶揄，倘參與人士有秩序，整個
遊行所需時間毋須四五個小時，「除非有人
『整蠱做怪』阻住條路、塞爆佢。」他們並會
呼籲遊行人士「請行快啲、唔需要行得咁慢，
到達中環仍有獻花行動」。大聯盟另一發言人、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表示，是次大遊行與「傳統意
義的遊行、集會」不同，他們並會每200人就安排
1個糾察，協助維持秩序。「今次是一定強調『平
和有秩序、理性務實的』爭取普選。」 8月17日
將為全港市民創造這個條件，在將來實現普選後，
「8·17將會是別具意義的一天。」
被問到會否將參與「保普選 反佔中」的簽名

人數及「8·17」當天的人數，與反對派所謂「
全民投票」及七一遊行作對比，周融指出，難
以用一天行動，做到簽名運動一個月的數字，
大聯盟亦不會和對方比較。他們非常歡迎不同
機構當天統計參與人數，絕不會「三個人號稱
三千萬人」，並相信真實數字比「吹水數字」
更好，「鬥煲水」毫無意義。
有關當日遊行路線的細節及安排，大聯盟指
出，目前不少細節仍在計劃中，他們已經向警
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並會與警方商討路線安
排，盡量配合警方，將遊行對市民及交通的影
響減至最低。大聯盟執委簡松年補充，他們初
步會要求警方開放3條行車線，並申請使用整個
維園，但細節有待稍後確定。

聯盟籲總動員響應 義不容「遲」

大遊行反「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違法「佔

中」不得人心，由「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主辦
的反「佔中」簽名運動已錄得近百萬名市民簽名支
持。大聯盟29日宣布，將於8月17日發起「8·17
和平普選日」，當日會舉行「和平普選大遊行」及
「為和平普選獻花」，讓市民表達對和平及普選的
願望。當日遊行初步估計不少於五六萬人參與，大
聯盟呼籲市民全家總動員，表達和平普選的心聲，
「落實普選後，8·17將會是別具意義的一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主辦的「8·
17和平普選日」當天，除遊行外，另一
項重要活動是「為和平普選獻花」。當
日上午9時至晚上9時，中環遮打公園
及皇后廣場當日將布置成巨型「獻花
區」，讓到場市民表達對和平及普選的
願望。大聯盟希望令全世界都知道，香
港是崇尚和平的。

朝9晚9開放 「送暖人間」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29日在記

者會上介紹「為和平普選獻花」的具體
安排。當天上午9時至晚上9時，只要
有市民到中環遮打公園及皇后廣場「獻
花區」，大聯盟義工就送上一朵「紙木
棉花」，讓他們放到獻花區。

大聯盟發言人之一的周融解釋，選擇
木棉花是因為這種花在香港很常見，並
代表「冬去春來，送暖人間」，寓意動
亂威脅之後是和平，而木棉樹又被稱為
「英雄樹」，木棉花叫「英雄花」，故
他們也借此寓意「願意為和平普選行動
的香港人，都應被視為英雄」。
他希望，參與活動的市民可以體驗和平

的可貴，故現場不會有口號，或高叫「打
倒什麼」，只會在現場播放音樂、唸經、
唸聖詩，甚至歡迎合唱團及宗教團體到
場，營造和平的氣氛。每一名參與獻花的
市民，將獲發一張「我為和平普選獻了
花」的貼紙作紀念，感謝市民為和平普選
出力，而發出的貼紙將有助大會估計參與
人數，而不論當日是否已參與了遊行，或
者自發到場者都可以獻花。

香港「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29
日宣布於下月17日舉行「和平普選大
遊行」，大聯盟多個團體成員都現身
記者會支持。他們不希望香港有這麼
多爭拗和暴力，希望香港依法如期落
實普選的市民，都應該「全家總動
員」，向反對派發出「保普選 反佔
中」的呼聲。

冀「全家總動員」如「百萬行」
大聯盟29日在記者會上呼籲，香港市

民應全家總動員，參與8月17日的遊
行，尤其是家長應帶同他們的子女參與
當天活動，希望年輕人「感受正能量，
領略和平的珍貴，讓和平友善普選的種
子在他們心中孕育。」
大聯盟發起人之一、九龍社團聯會理
事長王惠貞29日在記者會上呼籲，所有
期望香港不要再這樣多爭拗和暴力的市
民，為了香港的未來，都應該「全家總

動員」，一如參與「百萬行」一樣參與
是次遊行，「為和平、保普選。我們希
望所有市民，只要有共同理念的，希望
香港不要再這樣多爭拗、這麼多暴力
的，一齊全家總動員參與8·17和平普
選日大遊行。」
大聯盟發起人之一、新界社團聯會理
事長陳勇也指，是次遊行的議題是「單
一議題」，不涉及其他訴求，參加了
「保普選 反佔中」簽名的各界人士都
應該參加「8·17和平普選日」活動，展
現出和平的一面：「（大聯盟）歡迎各
界朋友，或是團體、或是公司、或是學
校，大家都可以組隊參加，全家總動
員。」
大聯盟執委、香港互聯網專業協會會
長洪為民表示，他當日會
參與遊行，並會呼籲資訊
科技界的友好能夠一同參
與。 ■記者 鄭治祖

籲攜幼遊行 感受正能量

李陽皈依佛門：
僅英語教不僅英語教不教不教

清潔工「撿」15街童 助尋生活勇氣

8國志願者支教留守兒童
河
南

英語會話、做遊戲、交流飲食文化，唱民謠……來自德國、馬來西
亞、印尼等8個國家和地區的12名國際志願者日前來到河南鄭州，為
240名留守兒童、外來務工子女及周邊學校的孩子們免費教學。孩子們

在15天的交流中不僅暫時忘記了父母不在身邊的孤單，還體驗了一下「國際
範」的學習與生活。
支教活動結束後，不少志願者選擇在中國繼續旅遊觀光。來自埃及、19歲
的Molly之前從未離開過埃及。「埃及的很多產品都是中國製造。因此，我一
直對中國很好奇。」Molly說，雖然中間經歷了一些坎坷，但是一路上中國人
的幫助，讓她十分感動。看到自己給孩子們帶去的快樂，Molly更是覺得「不
虛此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實習記者 李維 鄭州報道

投注志在參與？ 500萬彩金無人領
廣
州

廣州市福彩中心新一期雙色球500萬元人民幣一等獎近日宣佈，但因
為過時無人認領成為棄獎，這也是廣州市福彩歷史上金額最大的棄獎，
獎金悉數滾入彩票公益金。難道該位幸運兒投注僅志在參與？

廣州市福彩中心表示，早在500萬元大獎兌獎期限過半時就已啟動全城搜
尋，不僅依靠網站、電台、電視台、投注站尋人橫幅等多種渠道廣發信息，
還通過報紙登載尋人公告尋找大獎得主，但最終都一無所獲。據了解，廣州
市福彩中心兌獎室一直等待到25日24時，也就是這期500萬元認領期限的最
後一分鐘，仍然沒有等到中獎者的出現，獎金悉數滾入彩票公益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絕跡30年 「活野人」重現崀山
湖
南

位於湖南新寧的世界自然遺產地崀山林家寨，近日出現了一對「不速
之客」，疑似為一公一母的兩隻野生靈長類動物。據知情人介紹，上世
紀六十年代崀山還生存有野生猴群，後來因

生態環境變化而減少。這次野生猴的突然歸來，
標誌崀山旅遊資源的保護工作取得成效。
1984年 10月，當最後一隻露面的新寧「毛
公」短尾猴被作為「活野人」送去武漢做鑒定以
後，當地的野生猴資源從此了無蹤跡。
當地政府積極保護崀山景區108平方公里範圍
內的旅遊資源，引導原住居民改變生產生活方
式，大力實施「煤改電、煤改氣」工程，減少污
染排放。景區環境質量大幅提升，森林覆蓋率超
過70%。
■香港文匯報記者肖建花，通訊員楊堅、顏克
明湖南報道

住一室一廳公租房，拿1500元工人民幣資，湖北
武漢清潔工人陳鎖珍卻一次次將迷失街頭的孩子領
回了家。她那雙長滿了繭子的雙手，不僅拾起地上
的垃圾，也拾起一些不慎被遺落的人生。她是15名
曾「迷失」街頭孩子的「媽媽」，孩子們說：如果
「媽媽」生病了，我希望這個病生在我身上……
這些年來，陳鎖珍經常把清掃路面時「撿」到的
人帶回家。有從娛樂場所逃出來的女孩兒，有患上
間歇性精神障礙的「小山東」，有流浪的回族青
年……

「世界還有可留戀的」
張紅早年被家裡的長輩欺騙，賣到了娛樂場所，

鼓足勇氣逃出來，卻身無分文不知何去何從，更一
度生起輕生的念頭。陳鎖珍把張紅接回家，給她買
衣服，讓她和女兒一起睡，煨湯給她補身體，還常
常和丈夫一起開導她，勸她鼓起生活的勇氣。
張紅回憶說，阿姨不會講什麼大道理，但就是這
些溫暖的細節，讓她漸漸覺得，這個世界還是有可
留戀的東西。
和張紅一樣，十多名曾經坎坷的年輕人在陳鎖珍
家裡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氣。如今，他們分佈在天
南海北，大都過上了安寧的生活。他們說，阿姨身
上牽繫的不是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而是像媽媽一
樣的溫暖和力量。

■《武漢晚報》

照片可見，李陽身穿佛袍、
施佛禮，但並未剃度。據

介紹，李陽應該屬於俗家弟子，
無須剃度，不用住寺，還可以結
婚生子、照常參加社會活動。
李陽26日在登封少林寺皈依佛

門，成為俗家弟子，並受到釋永信的
接待。李陽表示為了少林寺能更好
地與世界通用語言接軌，願為少林慈
幼院僧眾進行英語培訓，使之能在傳承

發展少林文化中起到良好推動作用。

少林俗家弟子 崇拜釋永信
李陽當日並向鄭州慈善總會捐贈了10000冊英語圖書。

有商界人士認為，李陽的皈依將有助於少林文化在全球的傳承
與發揚。
李陽詳細談到，皈依佛教基於幾點原因，一是因為自己教了26

年的英文，「很多人以為我是基督徒或是西方文化的鼓吹者。其
實，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熱愛中國文化，希望通過英語把中
國文化傳播到全世界」；第二是他認為佛教是真正的大智慧，需
要用一生去感悟和修行；第三，李陽提到光靠教英語無法教育好
下一代，他認為當下傳統文化缺失，需要擁有信仰。
李陽說：「只是教英語，是無法教育好下一代的！打遊戲、厭
學、不負責任，身體素質低下，家庭矛盾和社會矛
盾越來越深，這一切都是因為傳統文化缺失。我
們和我們的下一代都必須擁有信仰！而佛教
是世界上最慈悲、最科學、最完美
的信仰之一」。
另外，對於選擇在少
林寺皈依，李陽解釋
稱自己從小就是少林
寺的信徒，而且特
別崇拜釋永信大
師。

好下一代
「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日前在河南

登封少林寺皈依佛門，拜少林寺方丈釋

永信為師，賜法名延依。李陽29日通過

微博回應自己皈依佛教的原因，提到光

靠教英語無法教育好下一代，他認為

當下傳統文化缺失，需要擁

有信仰；他又指自己特別崇

拜釋永信大師。

■中新網

瘋狂英語創辦人 曾涉家暴
李陽，45歲，英語口語教育家，瘋狂英語創始人，提

倡用大聲重複誦讀英語達到學習的方法，曾提出要「讓三
億中國人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李陽純正的美式英語引起
不少海外媒體好奇，美國ABC廣播網、英國BBC、香港
電台、日本放送協會（NHK）等都曾採訪過他。
李陽與外籍妻子KIM育有三名女兒，2011年李陽被曝

對KIM實施家暴，他隨後承認事件並致歉，又稱已接受心
理諮詢師的專業幫助。 ■資料來源：互聯網

■野生猴再現，代表生態
環境改善。

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

■李陽身穿佛袍，施行
佛禮。 網上圖片

■李陽(右)指自己特別
崇拜釋永信大師(左)。
身為俗家弟子，李陽並
未剃度。 網上圖片

■清潔工人陳鎖珍。 網上圖片

■志願者與
學 生 們 合
影。
香港文匯報
河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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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陽皈依佛門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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